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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章 滿洲事變和“滿洲國＂ （上） 
 

席卷歐洲全境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世界範圍內謀求和平的形勢高漲起來。相反，

日本為了確保并進一步擴大其在稱之為滿洲的中國東北地區的權益，卻訴諸武力，發動了侵略

戰爭，即滿洲事變。自此開始陷入在中國大陸的戰爭泥沼，與美國的對立也隨之產生。 

 

▼ 滿洲事變 

日本侵略中國的東北地區（滿洲）及內蒙古東部的戰爭。關於事變時間，狹義指 1931 年 9

月 18 日的柳條湖事件至 1933 年 5 月 31 日的塘沽停戰協定；廣義則至日中全面爆發戰爭的 1937

年 7 月 7日盧溝橋事件。中國稱為九・一八事變。 

   當時的日本政府為了避免受到違反非戰條約等國際法的指責，特意通過內閣決議認定為“事

變＂。 

   日本一直重視在日俄戰爭中得到的旅順、大連等租借地及南滿洲鐵道（滿鐵）的經營權，稱

為“特殊權益＂。由於中國方面要收回這些權益的動向，日本便派出常駐的關東軍在奉天（現在

的沈陽）近郊的柳條湖爆破了滿鐵線，并以“中國軍隊破壞＂為借口發動了武裝進攻。該事件被

稱為柳條湖事件。關東軍的目標是占據滿洲和內蒙古東部，但因未被陸軍中央認可，所以扶植清

朝末代皇帝溥儀建立了“滿洲國＂，操縱政權。 

 

 

藍色布袋道出滿洲的“真相＂ 

 

猶如消防車警笛的警報聲響徹了陰雨蒙蒙的夜空。時間是 2007 年 9 月 18 日晚９時 18 分。 

   我這時就在中國沈陽市“九・一八歷史博物館＂前，一年一度由沈陽市舉辦的紀念儀式正

在進行。76 年前的這天夜晚，日本軍隊突然在這附近發動了武力攻擊，并很快占領了中國東北

的廣大地區。儀式是為了保持這段記憶，并祈禱和平。 

 

   為了讓人們回想起空襲警報，鳴笛持續３分鐘。聚集在廣場上的高中生、解放軍戰士、武

裝警察一直保持立正姿勢，在雨中紋絲不動。 

 

   兩天後，鄰近的撫順市舉行了以“抗日戰爭＂為主題的座談會。會上遇到一位意想不到的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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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直到發生滿洲事變前３年在中國東北地區軍事勢力舉足輕

重的張作霖（照片）的孫子張閭實先生（45 歲）。據說是應座談會主

辦方邀請而來的。張作霖被日軍炸死後，繼承其軍事勢力的張學良是

閭實先生的伯父。張學良在滿洲事變後不能回東北，日中戰爭後轉移

到台灣，整個家族也一起前往。閭實先生重返家族的故鄉沈陽是今年

５月。 

 

 “日本人對中國人到底怎麼想的，完全弄不明白。＂據說不願意

談論往事的張學良常對閭實先生等家人這樣說。 

 

   關東軍（參見關鍵詞）發動滿洲事變的第二年，有人想站在中立

立場探討事變的實際情況。這就是國際聯盟為調查事變原因、并探討

解決方法而派遣的李頓調查團。該報告書描述了與當時多數日本人所

相信的狀況不符的內容。這導致了日本退出國聯，國內加強了排外主

義、反歐美主義的傾向。 

 

   李頓見過哪些人、有哪些所見所聞？我決定追尋李頓們的路線進

行重訪。 

       

■ 優先對付共產黨，對日軍不抵抗政策 

 

國際聯盟派遣調查團的初衷是什麼呢？ 

 

   滿洲事變發生時，首都設在南京的國民政府領導人蔣介石采取

的方針是優先消滅國內的“敵人＂中國共產黨的力量。對日軍不加

抵抗，立即起訴，以求利用國際聯盟的舞台解決。 

 

   對於第一次大戰後誕生的國際聯盟而言，這是首例重大的國際

糾紛。日本是國聯的實質運行機制“理事會＂的常任理事國，中國也在滿洲事變發生的４天前

剛剛當選為非常任理事國，和現在聯合國安全保障理事會的地位恰好相反。 

 

   從報告來看，調查團是 1932 年 2 月抵達日本。據築波大學名譽教授臼井勝美的著作闡述，

李頓等人在東京相繼會見犬養毅首相等政府要人，耐心地聽取了日本的申述。 

 

 荒木貞夫陸軍大臣坦率地做了以下談述。 

 

 “日本國土狹小，不足以保證增多的人口生存。日本不得不向亞洲大陸尋求資源＂；“中 

（1901～2001）張作霖的長

子。其父被關東軍炸死後繼

承奉系軍閥，接受國民政府

合并。1936 年，軟禁了主張

優先與共產黨內戰的蔣介

石，迫其轉向“抗日＂。由

此，國民黨和共產黨開始合

作抗擊日軍。但張學良本人

遭幽禁，戰後被轉移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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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存在真正的政府嗎，令人心存疑問。我認為無法將其視為統一的文明國家。＂ 

  

隨後轉赴中國大陸的調查團，在南京和蔣介石等首腦會談後，

張學良在北平（現在的北京）出面迎接。自己的據點滿洲被搶占的

張學良在歡迎調查團一行的宴會上滔滔不絕施展辯才。 

 

 “東三省（滿洲）在人種上、政治上、經濟上都與中國不可分離＂；  

 

“糾紛的真實原因是對於中國走向統一，日本心懷嫉恨。妄圖搶

占我東三省。＂ 

 

 中國能統一嗎？在這一點上，日中的主張大相徑庭。 

 

■ 日本阻撓接觸，學生等上書告發 

  

李頓等相當重視、也因此頗受周折的是在滿洲聽取民眾的意見。原因是日本及“滿洲國＂

方面以保護調查團安全為由，阻撓調查團與民眾接觸。報告中寫到“會見常在極端困難的條件

下秘密進行＂。 

 

 民眾等如何接近李頓調查團，報告了什麼呢。對這個問題，九・一八歷史博物館的王建學

研究員例舉出當時在奉天（現在的沈陽）的銀行家鞏天民的名字。 

 

   王先生是這樣說明的。 

 

 滿洲事變一發生，10 萬人以上的奉天市民逃往北平等地。但是，鞏天民固守不退，開始抵

抗侵略者，組織基督教青年支援義勇軍，呼吁學生們上書李頓調查團，讓他們寫了很多信件。 

報告上寫著，實際上“收到了反對｀滿洲國＇的學生和青年寄來的許多信件＂。 

 

   2005 年 7 月，沈陽的地方報《沈陽晚報》刊登了一篇記述鞏天民當時活動的報道。文章來

源於對他兒子鞏國賢先生的采訪。 

 

 據該文所述，鞏等 9 人小組得知李頓調查團來訪的消息後就打算告發事變是由日方有計劃

地發起的、以及滿洲新政權受日本人控制等情況。他們秘密收集證明資料，制作了名為《TRUTH》

（真實）的資料冊，交付給常駐沈陽的英國人牧師。牧師在自家宅邸設晚宴招待李頓等，借機

暗中轉交。據說牧師恰巧是李頓的親戚。 

 

 

1932 年 3 月，李頓調查團

（前列左第２人為李頓）

也參拜了靖國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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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說法不知是否屬實。 

 

   王先生的答復是：“是有這樣的傳聞，但并沒有得到史實的印證。我們也沒有確認冊子是

否真的存在＂。托人聯系采訪鞏國賢先生，但被拒絕，理由如何，不得而知。 

 

 無奈，最後的希望寄托在保存國際聯盟資料的日內瓦聯合國歐州本部的圖書館。 

 

 “《TRUTH》真的遞交到李頓手上了嗎？＂，對我這樣的提問，兩天後得到的回答是“相關

史料中有資料冊＂。 

 

 那是藍布封皮的集冊，裝在同樣藍色的布袋裡。袋上有粉色絲線刺繡的“TRUTH＂字樣。 

 

 裡面匯集了 75 份資料，現將其中主要文件名擇選如下： 

 

 ▼1931 年 9 月 18 日以來被日兵槍殺的無辜市民名單 

 ▼學校教科書刪改目錄 

 ▼被日軍憲兵隊檢查的信件 

 

同時附有對這些資料進行說明的信件，英文打印稿 27 頁。說明

“有幾個證據是冒著生命危險得到的＂。在指明事實後，就柳條湖事

件的預謀性及其之後侵犯主權、建立滿洲國等日軍當局的活動進行說

明。如“炸毀南滿洲鐵道是為了制造武力攻擊的借口＂，“建立滿洲

國是日本人導演、操縱的產物＂等等。 

 

 最後的“結論＂是悲切的陳述。 

 

 “請不要忘記滿洲人口 95％以上是中國人。中國人自然希望是中國人，而且永遠如此。＂ 

 

   據說制作資料冊的 9 人每人都簽上自己的真實姓名和職業。但是，在有可能推測出作者的

部分均被剪去。或許國聯方面為了保護這 9 個人的安全才不得不這樣做的吧。 

 

■ 自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人的意識增強  

  

調查團在滿洲逗留期間收到 1550 封信件。據報告記載，“除２封外，其余的都對新｀滿洲

國政府＇和日本人表示出強烈的敵意＂。報告做出如下總結。 

 

交給李頓調查團的資料冊

“TRUTH＂。聯合國歐州本部圖

書館藏（該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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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事變時期的世界和日本 

  1920 年代，國際社會出現了所謂“華盛頓體制＂的協調性秩序。為了謀求和平解決糾紛，

國際聯盟成立。同時締結了海軍裁軍條約、9 國關於尊重中國的領土和主權的《九國條約》。1928

年又簽訂了廢棄戰爭的非戰條約。另一方面，俄國革命催生了蘇聯和共產主義，讓日本陸軍感

覺到威脅。 

   正值此時，1929 年爆發世界經濟大危機。據京都大學山室信一教授著作所述，1931 年農家

女子賣身現象不斷出現，營養不良的兒童也急劇增加。城市充斥著失業者，勞資糾紛數量達到

戰前最高水平。翌年，父母子女一同自殺事件連續發生，自 1900 年死因統計調查開始以來，自

殺死亡率打破最高記錄。絕望的社會和經濟狀況成為形成滿洲國熱的背景。 

  

“通過慎重研究經官方和私人會見、信件以及陳述等提供的證據，得出的結論是｀滿洲國 

政府＇在當地中國人眼中是日本方面的傀儡，不受中國方面的普遍支持＂。對日軍的行動所下的

結論是“自衛之說不成立＂，駁回了日本方面的主張。 

 

   日本察知李頓報告的內容未能如己所願，就在其臨近發表之前的 1932 年 9 月宣布承認滿洲

國。翌年，國際聯盟通過否定滿洲國的勸告書時，只有日本１國反對，拋棄了常任理事國的立

場，退出國聯。 

        ◇   

   經歷過滿洲事變的人在中國也一年一年地減少。通過當地歷史學家在沈陽市內找尋，找到

了在敬老院生活的 95 歲老人單立志先生。 

 

他在最北端的黑龍江省出生長大，柳條湖事件發生時是貧苦的佃農。他說“當時大家紛紛

談論國民黨放棄了東北＂。翌年，為抵抗進村的日軍，他加入了村“反日會＂，以後成為了一

名“抗日游擊隊戰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步平所長說，中國民眾隨著參加抗日運動，提高了自己是

“中國人＂的意識。“鴉片戰爭以來逐漸培養起來的中國人的意識，通過九・一八事變及其以後

持續的抗日戰爭一下子增強了。成為了中國人團結一致的特別契機。＂ 

（吉澤龍彥） 

 

        ◇ 

   由滿洲事變產生的中國東北地區的“新國家＂，其內幕如何，將在明天的版面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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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東軍 

日本在中國東北地區（滿洲）的常備軍。日本在遼東半島的租借地，包含大連、旅順，因在

萬裡長城東端“山海關＂的東邊，所以叫“關東州＂。其前身是為了保護租借地和日本經營的南

滿洲鐵道（滿鐵）派駐的軍隊。1919 年，關東都督府改革，軍事部門被分離，獨立的關東軍由此

誕生。兵力在滿洲事變前保持 1萬多人。炸死張作霖的事件和柳條湖事件都是關東軍參謀的謀略。

滿洲事變後兵力增強，擔負鎮壓抗日運動，侵略華北、內蒙古的任務。後來為了開發細菌武器進

行人體實驗的 731 部隊也是關東軍的組織。 

 

▼ 李頓調查團 

國際聯盟為調查滿洲事變派遣的調查委員會。美英法

德意 5國各出 1名委員，英國人維克特・李頓伯爵任委員

長。李頓是印度總督的兒子，曾任孟加拉州州長等職。 

   調查團自 1932 年 2 月底開始巡訪日中兩國，同年秋

天完成調查報告。沒有承認日本的軍事行動是自衛措施，

滿洲國誕生是基於自發的獨立運動的日本方面的主張。但

另一方面也考慮到日本的利益，提議在國聯主導下，成立

自治政府，接受以日本為中心的列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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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滿洲事變與 

“滿洲國＂：（上） 

比較各國歷史教科書 

 

關於滿洲事變與“滿洲國＂，東亞地區年輕的一代是怎樣接受教育的呢？ 

 

在此重點圍繞在日本、中國、韓國、台灣廣為使用的中學生歷史教科書的記述做一比較，探

尋產生不同的原因。 

 
■ 日本  記敘對中國的“侵略＂  

    
在日本的中學校最為常用的《新社會 歷史》（東京書籍），關於滿洲事變與滿洲國的建國記

述內容占用了一頁。 

 

    “為了確保日本在滿洲的權益，當地的日本軍部（關東軍）主張將滿洲從中國分離出去，

1931（昭和 6）年 9 月 18 日炸毀奉天郊外柳條湖的南滿鐵路，以此為由發動了軍事行動（滿洲

事變）。日軍占領了滿洲的主要地區，於 1932 年 3 月建立了以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為元首的滿洲

國，開始了實質上的統治。＂ 

 

隨後又說明，國際聯盟不承認滿洲國的建立并要求日軍撤兵，遭到日本反對，繼而連續發

生脫離聯盟、與德國等法西斯結盟、襲擊首相事件，導致軍部在政治上的發言權與日俱增。 

 

  將以上經過歸納的內容放在“日本侵略中國＂項下。在

1980 年代提起的教科書問題中，將日本的戰爭行為以及殖民地

統治是否表現為“侵略＂成為焦點，該出版社的社會編輯部部

長渡邊能理夫說：“現在，我們把侵犯他國領土與主權的行為

稱之為｀侵略＇。＂ 

 

    附帶說一下，關於列強各國瓜分殖民地，也表現為“歐美

列強的侵略＂。 

 

    關於引發滿洲事變的國內外形勢，用 4 頁篇幅詳細做了記 

慶祝滿洲國建國的合影。中間戴眼鏡者

為溥儀，被圍在日本軍人中間。刊登於

東京書籍出版社的中學教科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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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在說明了世界經濟危機與區域經濟化、以及在意大利和德國法西斯勢力抬頭的基礎上，記

述了日本也發生了經濟危機，政黨政治開始走向窮途末路。 

 

    關於滿洲的抗日運動和來自日本的開拓團，在簡化的現行版中只字未提。相反卻刊登了溥

儀與日本軍人合影的照片，從視覺上表現著傀儡國家的實態。 

（吉澤龍彥） 

  

■ 中國 用一頁半的篇幅說明九·一八事變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歷史教科書《中國歷史 八年級》在中國使用最為廣泛。因為在“中華民

族的抗日戰爭＂的單元開頭就記述了滿洲事變，所以定位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由此開始。 

     

這是因為其內容嚴格遵照了相當於學習指導綱要的“歷史課程標准＂。在中國，滿洲事變

被稱為“九·一八事變＂，課程標准要求“略述九·一八事變（柳條湖事件）的史實，讓學生知

道九·一八事變以後在中國已經開始了局部的抗戰。＂ 

     

教科書中以“難忘九·一八＂為標題，在文章開頭以一頁半篇幅記載如下： 

     

“日本侵略軍有預謀地制造了柳條湖事件，卻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路，并以此為借口，進

攻中國東北軍駐地北大營，炮轟沈陽城。九·一八事變爆發了。＂ 

 

    與日本的教科書詳述引發滿洲事變的國際形勢相對比，中國的教科書中卻毫無記述。而強

調的重點放在了以下兩點：（1）詳細記述了日本方面的陰謀；（2）由於蔣介石命令東北軍不要

抵抗導致東北被占領。 

 

    同時，“滿洲國＂在中國被稱為“偽滿洲國＂，對日本建立“滿洲國＂做了如下說明： 

 

    “東北淪陷以後，1932 年，日本扶植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在長春建立偽滿洲國傀

儡政權，企圖把東北從中國分裂出去。在日寇的鐵蹄下，東北三千萬同胞過著恥辱的亡國奴生

活。＂ 

（佐藤和雄） 

 

■ 韓國  在世界史中的記述僅有三行  

 

在韓國，記述本國歷史的《國史》是國家指定教科書。滿洲事變及“滿洲國＂在國史中未

曾提及，而在世界史的《社會 2》中有所涉及。縱觀發行量最多的金星出版社的教科書，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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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變在“極權主義與第 2 次世界大戰＂項下出現，特征是規定其為歷史大動蕩的產物。僅以 3

行字記述了“滿洲國＂，但未見滿洲事變的表述。 

 

    “在日本由軍部執政，強化了斷然發動侵略戰爭等軍國主義的體制。日本占領滿洲，建立

滿洲國後，引發了中日戰爭。＂ 

 

    在接受采訪的撰稿人參與的地丁都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中，刊登了日本侵略中國的地圖，

也記述了滿洲國，但沒有敘述滿洲事變。 

 

    泰陵高中教師金陸勛談到執筆目的時說，“教科書因篇幅有限，教育學生宏觀掌握歷史過

程最為重要。所以對那個時代的記述把各民族如何與帝國主義和法西斯進行斗爭放在了重點。＂ 

 

    高中世界史的教科書記述略詳，也提到了“滿洲事變＂。金星出版的教科書中有如下記述： 

 

    “日本在蔣介石進行北伐期間，曾 3 次出兵山東干涉，引發了滿洲事變，占據了中國東北

以後，建立了傀儡政權（滿洲國）。” 

    

從韓國的歷史來看，“滿洲＂作為抗日獨立運動的據點是重要的。因此，國史教科書中即

使沒有滿洲事變的敘述，也記述了“獨立戰爭是以滿洲和中國本土為根據地，持續奮戰，直到

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加強了對中國的侵略，使滿洲地區的獨立軍活動受

到了極大的限制＂等。 

（櫻井泉） 

 

■ 台灣  “偽滿洲國＂變成“滿洲國＂ 

   

關於滿洲事變和滿洲國，在台灣的教科書中除中國史以外，在世界史中也把日本侵略中國

定位為呼應歐洲戰線的一環。 

 

    在廣為使用的南一書局《國民中學·社會》中，“十年建設期間的內憂外患＂項目占用了一

頁篇幅。所謂“十年建設＂是指蔣介石在 1928～1937 年間完成北伐統一到抗日戰爭爆發的時

期，教科書中也稱其為“十年建國＂、“黃金十年＂。其“內憂＂是指中國共產黨勢力的擴張；

“外患＂是指九·一八事變（在台灣叫滿洲事變）。主要記述如下： 

     

“日本炮轟沈陽城（今遼寧省沈陽市），是為九·一八事變。次年，日本即占領整個東北地

區，并扶植清遜帝溥儀成立滿洲國，做為受其控制的傀儡政權，實行以華制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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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世界史“第 2 次世界大戰＂的“活動＂項目中，設問了“請你回想一下：日本自

1931 年至 1937 年間，有哪些侵華之舉？＂ 

     

與過去台灣的教科書及現在中國大陸的教科書相比較，顯著不同的地方是關於“滿洲國＂

的表述。1983 年基於“歷史課程標准＂的教科書中表述的“偽｀滿洲國＇＂，現在“偽＂字已

消失無蹤。 

 

南一書局教科書的編撰指導委員、政治大學歷史系教授周惠民說：“九·一八事變雖然作為

日本侵華的開始是個重要的事件，但因為國民黨始終不肯承認滿洲國，所以教科書中對它的敘

述比較少。＂ 

 

    在現在的教科書中登載了溥儀與日本軍人和高級官僚合影的紀念照片，說明的標題為“滿

洲國＂。周教授說：“1933 年有很多台灣人到滿洲國賺錢去了＂，指出即使從台灣的歷史來看，

滿洲國的存在也是極為重要的。  

（田村宏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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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 150 年系列·訪談 20 位有識之士 ：（9） 

 

北岡伸一·東京大學研究生院教授 
 

導致了共產黨革命的日中戰爭 

我把至今東亞歷史形成過程中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按

時代順序排列出來。但因為變化是在潛移默化的持續積累中

發生的，所以不一定全部都是“事件＂，同時我也想提醒大

家，一個事件往往帶有多重性，具有兩個以上的意義。 

 

    第一理所當然是鴉片戰爭。誰也未曾想中國會輕而易舉

地敗給西洋。從由此認識到東亞對西洋近代非常脆弱這一點

來看，應該是大事件。 

 

    第二是明治維新。東亞的傳統社會向近代國家的轉化是

只不過經過外部的壓力而由自發契機實現的。這裡所說的明

治維新包括從開國到近代國家形成的過程。 

 

    第三是日俄戰爭。前面說過事件是有其多重性的，日俄

戰爭亦為如此。日俄戰爭向人們展示了掌握了西洋文明的非

西洋國家能夠戰勝西洋列強的事實。從此意義來講，這是在世界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它給世

界受壓迫的國家帶來極大的衝擊。另一方面，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加速了韓國合并的進程，發

展成為殖民統治大國。 

 

    第四是日中戰爭。日本在大陸的擴張和中國的民族主義出現碰撞。同時，日中戰爭破壞了

中國沿海地區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結果引出了共產黨革命，這一點也非常重要。 

 

    如果沒有發生日中戰爭，如果沒有發生盧溝橋事件，當時國民黨也許就會鎮壓了共產黨。

從這個角度看，這是很大的分歧點。 

 

    第五是“太平洋戰爭與投放原子彈＂。太平洋戰爭意義縱橫交織。首先是後起的日本帝國

與英美發生正面衝突；其次從世界史角度看，歐美列強倒退，但這并非日本所為。太平洋戰爭 

1948 年生，專業為日本政治外交

史。日中兩國政府倡導下 2006 年 12

月成立了日中歷史共同研究會，擔

任日方首席委員。 

＜我選出的 10 件大事＞ 

⑴ 鴉片戰爭 

⑵ 明治維新 

⑶ 日俄戰爭 

⑷ 日中戰爭 

⑸ 太平洋戰爭與投放原子彈 

⑹ 朝鮮戰爭 

⑺ 日本的戰後復興與高速發展 

⑻ 越南戰爭 

⑼ 東亞各國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 

⑽ 中國的改革開放 

（按時代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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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邏輯歸宿推進了東亞殖民地國家的獨立進程。同時，原子彈爆炸是世界軍事上的大革命，它

決定性地改變戰爭的形式，不可忽視。 

 

    第六是朝鮮戰爭。如果沒有朝鮮戰爭，日中邦交恢復和與日本的媾和將會出現不同的結局

吧。 

 

    第七是“日本的戰後復興·高速發展＂。日本在軍事發展路線受到挫折後，開始通過自由貿

易體制的正常的經濟活動發展成為世界屈指可數的經濟大國。 

 

    第八是越南戰爭。可以說是獨立運動與冷戰思維發生了衝突的事件。錯誤的多米諾理論成

為今日的重要教訓。 

 

    第九是“東亞各國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化＂。東盟（ASEAN）的成立與發展，在不同時期韓國、

台灣也通過經濟發展，中產階級得以興起，隨即走上民主化。 

 

    第十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由此開始中國出現的飛躍發展有目共睹。 

 

   貫穿以上的三大主題是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與西洋的邂逅激發了亞洲民族主義，

不斷接受社會主義的影響，然後脫離，走向經濟發展。今後的課題是如何克服民族主義。 

 

   （采訪人：佐藤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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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滿洲事變與“滿洲國＂：（下） 

 

五族共生的海市蜃楼 

 

東京的新大久保是一條不可思議的街道。 

韓國、中國、蒙古、越南、泰國、馬來西亞……，許多國家的飯館在這裡鱗次櫛比，各種

各樣的外國話不絕於耳。 

 

其中有一家店，店主來自當年曾是“滿洲國＂的中國延邊朝鮮族自治州。 

“這是我的家鄉菜。＂ 

 

許壽童先生（43 歲）邀請我去那裡品嘗。他是一橋大學的客座研究員，專門研究在滿洲的

朝鮮人問題。 

 

在 1938 年滿洲國時期，許先生的父親 8歲時隨全家人一起從朝鮮南部遷到延邊。當時的朝

鮮是日本的殖民地。許多農民土地被剝奪，無法生存下去。日本為了減少這些農村人口，同時

增強在滿洲的勢力，實行移民政策，結果他們被驅趕著穿過了邊境。 

 

我一邊和許先生交談，一邊在思考著兩個問題。一個是滿洲國和以前的日本殖民地的關聯；

另一個就是新大久保一帶象征著的日本的今天和滿洲國的關聯。在日本，現在外國人增加，好

像是在彌補人口減少和少子化，許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社會方式正在

受到質疑。難道不應該從失敗於“五族協和＂（參見關鍵詞）的滿

洲國得到啟發嗎？ 

 

我坦露了自己的想法後，許先生這樣說道： 

“五族協和是謊話。我覺得還是應該以此為前提去解讀歷

史＂。 

 

我飛往曾經是滿洲國首都的長春。 

這裡也是一座令人感到不可思議的城市。 

                                  

滿洲國時期這裡被稱作“新京＂。根據當時龐大的城市規劃而建成的建築群幾乎原樣保存

下來，而且作為大學和醫院目前仍在使用著。可謂活生生的歷史主題公園。 

 

原關東軍司令部,猶如照搬過來

的日本城堡。現在由中共吉林省

委使用。（隈元攝於中國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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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作為當時滿洲國政府中樞機關的國務院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築，形如日本的國會議

事堂。 

 

為什麼這裡竟會建有日本的城堡？依舊巍然矗立在市中心的原關東軍司令部大樓讓我驚詫

不已。滿洲國的統治權到底掌握在誰的手裡？不言自明。大樓已經易主，現在是中國共產黨吉

林省委員會的所在地，是該地區的最高權力機構，令人有事過境遷之感。 

 

為什麼不毀掉侵略者的建築而還要繼續使用呢？在省檔案館的機關辦公室，我向負責管理

滿洲國時期憲兵隊文件等資料的張志強先生（55 歲）直率地提出了這樣的疑問。 

 

張先生回答說，主要是有兩個原因。 

首先，因日本投降而導致滿洲國垮台時，這些建築都只使用了短短的幾年。況且，盡管負

責設計的是日本人而建造它們的還是中國人。即所謂“使用自己用血汗建造起來的大樓理所應

當＂。 

 

第二是為了向青少年進行“愛國主義教育＂。“因為如果留下受侵略時代的實物，就能夠

見證歷史事實＂。 

 

確實，來到這裡，就能夠喚起對滿洲國的記憶。但是，建築物上都鑲嵌著標有“偽滿＂、

“偽滿洲國＂遺址字樣的金屬標牌。眼前明明就實際存在著，為什麼卻要稱作“偽＂呢？ 

 

東北淪陷 14 年。在中國，這樣的稱謂是指從滿洲事變到滿洲國垮台為止的時期。意思表示

那是一個東北地區被占領遭蹂躪的屈辱的年代。大約 20 年前開始啟動了編撰淪陷史的工程。我

走訪了一直擔任主編的吉林省社會科學院的孫繼武先生（81 歲）。 

 

“之所以叫偽滿，就是表明不承認滿洲國。因為那是掠奪了我們土地的日本一手制造的國

家嘛。＂ 

 

從那個時代生活過來的孫先生，從小學起就被強迫學習日語。由於不能很好地區分香煙

（TABAKO）和雞蛋（TAMAGO）的發音，被老師罵作“笨蛋＂，還挨了打。日本人小孩即使打了

中國人，老師也不會去制止。每天的早操也是分別列隊。“什麼五族協和！＂只能招徠對日本

越來越反感的情緒。 

 

孫先生他們從上世紀 80 年代末至 90 年代末，對“偽滿＂時期日本的開拓團移民曾占據地

區的一百多名農民進行了面對面調查，了解到了被日本軍隊奪走了土地的農民的情況。人們不

是被迫躲進深山開墾荒地，就是到獲得土地的日本開拓團移民那裡去當佃農。實際上那些日本

人中許多人也是貧窮的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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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是日本侵略政策的犧牲品。其中有些人和中國的農民也還是友好相處的＂。剛說

完這句話，孫先生馬上緊接著說：“就整體而言，日本人懷有強烈的優越感，認為自己是優等

民族，中國人是劣等民族。＂ 

 

最能象征性地說明這一問題的就是孫先生每天被迫在學校進行的遙拜皇城儀式。先向天皇

所在的東京方向一拜，然後再拜滿洲國皇帝所處的方向。如此順序，連小孩子們都明白了滿洲

國是日本的傀儡國家這樣的道理。 

 

■ 來自朝鮮的移民劇增  殖民地政策推波助瀾 

 

看來我無論如何也得到開篇提到的許先生的家鄉去訪問一趟了。 

 

從延吉機場一下飛機就感到寒氣襲人。從朝鮮南部來的人們應該是很難習慣這樣的氣候

的。但是，朝鮮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特別是在滿洲國出現以後，朝鮮人數量劇增。這是為什麼

呢？ 

 

 位於延吉的延邊大學民族研究院的院長孫春日先生（49 歲）指出了兩點。 

 一是對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心懷不滿而逃離的人們；再一個是日本開始進行土地調查，因沒

有證書等原因而被剝奪了土地的人們。總之都是被日本殖民地政策逼迫的產物。 

 

 雖然朝鮮人移民始於 17 世紀，但淪為日本統治以後到滿洲事變為止，超過了 100 萬人，滿

洲國時期達到了 230 萬人。列舉了上述數字後，孫先生指出： 

 

“建立了滿洲國以後，日本在朝鮮也開始宣傳起王道樂土來。盡管朝鮮人反日情緒很強烈，

但這時也開始萌生出已經不可能戰勝日本的心理，有些人甚至抱有能享受和日本人一樣待遇的

優越感。為找機會發奮創業而來到滿洲的人不斷增加。＂ 

 

 從 1936 年開始實施了計劃移民政策。用 20 年時間遷移日本 100 萬戶農家，占滿洲人口的

十分之一。計劃雖然如此，但只是日本人不足以達到這一目標，所以計劃讓朝鮮人也每年移民

1 萬戶。 

 

 而另一方面，日軍也被朝鮮人的“反滿抗日運動＂搞得焦頭爛額。為此，試圖采取“集家

并屯＂的手段，以切斷農民和外部抗日力量的聯系。 

 

乘車在延邊朝鮮族自治州采訪期間，到處都可以看到“抗日戰士＂紀念碑。其數量之多，反

映出日本鎮壓之殘酷和犧牲者之眾多。陪同我訪問的自治州博物館研究員金哲洙先生（58 歲）

如是說：“從 1907 年日本在這裡設立派出所算起，有長達 38 年的抗日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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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台灣來的官吏·醫生  謀求與日本人相同身份 

 

因為變成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就同滿洲產生了聯系。這種現象也同樣出現在了台灣。 

 

位於台北的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的許雪姬所長（54 歲），從上世紀 90 年代起一直從事

關於曾住在滿洲的台灣人的研究。 

 

這主要緣於在調查1947年 2月 28日發生的國民黨政權屠殺民眾的“二·二八事件＂及後來

的鎮壓情況時，發現遇難者中有從滿洲回來的人。 

 

“在這一發現之前，對日本統治時期的研究主要側重於前往中國南方的重慶并參加了國民

黨的那些人，而沒有注意到去了滿洲的台灣人。＂ 

 

許所長首先收集了有赴滿洲經歷者 700 人的數據資料。令她感到驚奇的是，其中醫生人數

很多，僅滿洲醫大的畢業生就有百人之多。其次比較顯眼的是公務員。 

 

許所長是如此認識這樣的背景的： 

“當時的台灣不僅高等教育機構少，就業也很不容易，同日本人之間還有工資的差別待遇

問題。因此，到可以獲得與日本人相同待遇并有所為的滿洲去成為時髦。＂ 

 

另外，還有不少的年輕人據說是因為仰慕台灣出身并曾擔任滿洲國第一任外交部總長的謝

介石而去的滿洲。 

 

許所長還對從滿洲歸來的約 50 人進行了采訪。但是，他們基本上是閉口不談。那是因為他

們有可能像謝介石在日本投降後被定為“漢奸＂一樣，有生命危險。 

 

我有幸見到了其中的一員李水清先生（89 歲），他是於 1938 年建校的滿洲國最高學府、建

國大學的第一批學員。 

 

“入學之際，我們都為五族協和的理想而熱血沸騰。校友之間時至今日也仍像兄弟一樣關

系融洽＂。他操著一口流利的日語。 

 

建國大學對家境貧寒的他而言，無需繳納學費及衣食住的費用，還可以領到零花錢，而且

前途光明。學生中除了日本人和中國人之外，還有朝鮮人、俄羅斯人、蒙古人，在學生宿舍共

同生活了 6 年光景。日本人吃大米，中國人吃高粱。對滿洲國歧視感到氣憤，在學校吃同樣的

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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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資料〈外國人 208 萬〉日本因少子化等原因迎來了人口持續減少的時代。而外國人的增加，

仿佛在彌補這個空擋。 

    旅居的外國人登記者，截至 2006 年底為 188 個國家的 208 萬 5 千人。最近 10 年間猛增 67

萬人。占日本總人口比率 1.6％。按國籍統計，韓國和朝鮮居首位，為 59 萬 8 千人，而中國迅

速增長至 56 萬人，直逼首位。以下依次為巴西、菲律賓。并且，在當今的日本，每二十對夫婦

中，就有一對是國際婚姻。丈夫是日本人，妻子是菲律賓人或者是中國人的組合比較多。 

 

 

但是，他覺得從第三期學生入學後的 1940 年開始進入了動蕩時期，不久就開始陷於崩潰狀

態。到了日本向英美開戰的 1941 年末，發生了關東軍鎮壓思想事件，有的建國大學學生還囚死

獄中。 

 

戰後，建國大學的晚輩在二·二八事件中被殺害，他自己也被判入獄兩年半。盡管如此，李

先生仍然認為去建國大學是十分值得的。 

“不同的民族聚在一處，學習到了換位思考事物的方法＂。 

 

當然這也是指大學校園裡的情況。校外的滿洲國到處充滿了矛盾。行政機關的一把手由中

國人擔任，但那只是名義上的，實權是由下面的日本人把持著。說起來滿洲國卻不曾有過國籍

法，所以從法理上講，歷史上也就不曾有過任何一個“滿洲國國民＂。 

 

“可能最終還是想實行日滿合并吧。＂李先生若無其事地說道。處於如此境地的滿洲國，

和已經淪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及朝鮮能夠聯系在一起，也就不足為奇了。 

◇ 

包括在這裡沒有提到的人，經歷過當時的許多人都提到一個詞匯。 

 

那就是孫繼武先生指出的日本人的“優越感＂。附有這種感覺的“五族協和＂，看來也只

能是一座海市蜃樓。 

 

我們今後應該怎樣建立與外國人共同生活的社會才好呢？在尋求答案之前，我認為首先應

該檢視自己內心裡是否存在有藐視不同民族、不同文化的想法存在。 

（隈元信一） 

◇  

在滿洲國建國 5年後，日本和中國之間爆發全面戰爭。此話題請閱讀下月特集。 

 

 

 

 

 

 



  

 18 

 

 

 

▼  오족협화(五族協和)와 왕도낙토(王道楽土) 

건국이념으로서 만주국은 이 두 가지를 내외에 선전하여, 특히 일본인에게 꿈을 안겨 주었다. 

오족(한족·만주족·몽고족·조선족·일본)이 사이좋게 지내자. 최초로 이를 제창한 사람들은 

민간 재만 일본인이 만든 만주 청년 연맹의 사람들로서, 간부로는 지휘자로 유명한 오자와 

세이치(小沢征爾) 씨의 아버지, 오자와 가이사쿠(小沢開作)도 있었다. 압도적으로 다수파였던 

한민족의 배일 감정이 높아지는 가운데, 건국 당시 인구 1%에도 못 미치는 일본인이 살아가기 

위해서는 ‘협화(協和)’를 부르짖을 수밖에 없었던 사정도 있었다. 한편 

‘왕도낙토(王道楽土)’는 무력으로 제패한 ‘패도(覇道)’에 대해서 덕으로 치정하는 

‘왕도’로써, 모두가 즐겁게 살 수 있는 나라를 만들자라는 의미이다. 이러한  이념이 일본의 

무력으로 만들어진 만주국에서 주창된 것 자체가 모순이었다. 

〈五族協和與王道樂土〉 作為建國理念，滿洲國將這兩個口號向國內外廣為宣傳，特別是使

日本人如痴如醉，夢想著五族（漢、滿洲、蒙古、朝鮮、日本）和睦共生。最早提出這一口號的是

由在滿洲的民間日本人組織的滿洲青年聯盟的人們，該團體的負責人中也有著名指揮家小澤征爾的

父親小澤開作。當時的背景是,占人口絕大多數的漢族反日情緒日益高漲，因此,建國之際占總人口

不足 1％的日本人要想生存下去，也只能極力呼吁“協和＂了。 

另一個“王道樂土＂，即相對於以武力稱雄的“霸道＂，提倡以德治理的“王道＂構築生活樂

園的國家之意。這一理念，在日本通過訴諸武力建立的滿洲國進行宣傳伊始就充滿了矛盾。 

 

〈滿洲國〉 滿洲事變以後，日本在其占領的土地上於 1932 年

建立的國家，是日本的傀儡國家，這已成為公認的定論。傀儡即

“被操縱的木偶＂之意，而作為這具木偶放置其位的是清朝的末

代皇帝溥儀。關東軍的如意算盤是，由於清朝是滿族建立的王朝，

所以在其發祥地讓溥儀出任國家元首，也就可以避免來自國際上

的譴責。但是，國際聯盟并不承認滿洲國建國。承認滿洲國的，

只有日本的同盟國德國、意大利及在太平洋戰爭中納入日本勢力

範圍的泰國、緬甸等約 20 個國家。 

總面積約 130 萬平方公裡，相當於今天日本面積的 3.4 倍，

包含現在的中國東北三省（遼寧、吉林、黑龍江）及內蒙古自治區和河北省的一部分地區=參照地

圖。 

滿洲國建國時人口為 3000 萬人，1940 年時為 4200 萬人。中國人約占 90％，然後依次為朝鮮

人、蒙古人，日本人為 2％左右。日本的平民雖然由建國時的 23 萬人增加至戰敗時的 155 萬人，但

在撤離途中有 20 多萬人命歸黃泉。另外，包括在戰敗前夕應征入伍的開拓團男性在內的軍人等 60

余萬人被蘇聯扣留在西伯利亞，死亡者超過 6萬人。 

 

〈溥儀〉（1906～1967 年） 清朝末代皇帝（宣統皇帝）。姓愛新覺羅。

兩歲登基，因辛亥革命爆發於 1912 年退位。在滿洲事變期間受日軍脅迫

至東北，1932 年滿洲國建國時就任執政，1934 年成為皇帝（康德皇帝）。

日本投降後被扣押蘇聯。1950 年被中國定為戰犯;1959 年獲特赦，作為

一普通公民度完余生。他在自傳中寫到“關東軍好像一個強力高壓電

源，我好像一個精確靈敏的電動機＂。看來他也自知滿洲國就是傀儡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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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滿洲事變與“滿洲國＂：（下） 

記憶的形成 

 

圍繞被遺留在原滿洲大地的“殘留孤兒＂問題，在日本，國

家的責任受到追究。而在中國人的眼中卻折射著不同的形象。 

 

 

■ 從中國看戰爭遺孤  歷史體現著“民族的寬容＂ 

 

1981 年 4 月，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上刊登了一篇文章。 

      

文章中報道了這一年開始的日本遺孤為尋找骨肉親人

赴日調查的情況，最後這樣寫道：“我相信，很多中日友人

會理解的。在苦難的戰爭年代，中國人民對日本人民所表現

出來的深厚情誼對於中日友好的進一步發展具有極其重要

的意義。＂  

 

從那以後，中國方面通過這個問題反復強調日中友好的

重要性。 

 

戰爭結束時，原滿洲約 155 萬日本人中有 20 萬以上死於飢寒交迫。日本僑民大遣返的悲慘

記憶正襯托出了這段歷史中國人對遺孤所表現出來的“民族的寬容心＂。 

 
“戰後，有 2808 名日本孩子被遺棄在中國，成為孤兒，飽受戰爭創傷的中國人把他們從死

亡線上拯救出來。＂今年 4 月訪日的溫家寶總理在向中國國內實況轉播的在日本國會的演講中

這樣說道。   

 

中國黑龍江省哈爾濱的日本遺孤聯絡組織“中國哈爾濱市日本留華孤兒養父母聯誼會＂的

理事長是陳英潔女士（55 歲），她的姐姐就是日本遺孤。陳女士強調說： 

  

    “當時中國人為什麼收養了日本兒童？我也曾經問過許多人。回答是，因為中國人覺得孩 

 

為紀念日中邦交正常化 35 周年，9月 21 日

《人民日報》刊登了日本遺孤專題文章，標

題是“此恩重如山 此情深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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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無辜的，他們太可憐了。＂ 

 

■ 看到遺孤為歸國而歡喜的樣子，中國人心情復雜 

 

不管中國當局的姿態和相關者的願望如何，中國人對日本遺孤問題的關注程度并不高。在

中國，對這個問題的報道稱不上很活躍，特別是在中國的電視上播放遺孤們與骨肉親人團聚的

場面更是少見。 
     

關於其理由，著有關於日本遺孤問題著述的北京郵電

大學的王歡教授（社會心理學）解釋說：“中國人會說，這

也是傷害他們自尊心的事。＂ 
     

終於回到祖國的日本遺孤淚流滿面地訴說著喜悅之

情。雖然這對日本人來說是令人感動的場面，但很多中國

人看了心情很復雜。“難道我們中國就是地獄！我們中國

人對你們就那麼不好嗎？由此必然導致出現民族情緒，氣

氛頓時冷下來。＂ 
     

也有不少日本遺孤回國後就不怎麼與中國聯系了。

“遺孤們在日本的生活并不輕松。可能也有面子問題，不

太好跟中國聯系吧。但是，在中國就有人想：｀他們去了富裕的地方，早把我們給忘了＇＂。 

 

■ 對孤獨的養父母的同情 

 

一般說來，在中國關於日本遺孤問題的研究真正始於 90 年代後期。 

    

2005 年遼寧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的張志坤研究員和關亞新副研究員整理出版的《日本遺

孤調查研究》一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被評價為中國第一部從學術觀點總結分析這個問題

的真正的研究著作。這是中國政府方面的智囊團中國社會科學院受政府委托而開始進行的歷史

研究項目的一個組成部分。 

    

“日本遺孤的歷史即便在世界史中也很罕見。戰勝國的人民捐棄前嫌收養了這麼多戰敗國

的孩子，確實不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張先生這樣說。  

   

 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作者選擇的是遺孤的養父母和未能返回日本被留在中國的日本遺

孤。在中國，人們談起這個問題時，養父母的情況總是受到關注。   

     

 

回到日本的遺孤為了表達對中國養父

母的感激之情，1995 年在中國哈爾濱

市郊方正縣建起了“中國養父母公

墓＂。戰爭剛結束時很多日本開拓團員

死在這裡。（古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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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養父母對生活苦并不覺得難受。最大的痛苦是精神上的孤獨。他們老了，希望孩

子們能經常來看看自己。所以應該給他們某種幫助。＂ 

     

在這本研究專著中也談到了有中國養父作證說從日本人手裡接過孩子時給了對方錢，還有

養母說因為“不能生孩子＂所以收留了孤兒。 

     

在中國，老後有兒子或女兒照顧是有福氣的傳統觀念很強。中國有關援助人員說：“比起

離開中國去了日本的遺孤，中國人更同情日本遺孤歸國後他們的中國養父母的生活。＂ 

    

廣東省的地方報《南方都市報》在 05 年 3 月刊登了一篇題為《養父母在孤獨中死去》的報

道。文章中寫道，住在長春的一位 81 歲的遺孤養母說：“我被日本兵踹著了肚子，流產了。這

件事我到死都不會忘。可是啊……當我看到孤零零的小女孩兒時，仇恨就從腦子裡消失了。我

當時想，我要是不養活她，這個孩子就會死掉。＂1990 年養女回了日本，雖然以後每年都“回

娘家＂，可是每次呆的日子都不長。報道中說養母“孤獨地生活著＂。 

    

 溫總理在日本的演說中也提及了遺孤們對養父母的感謝，并宣讀了那些感謝的話：“我們

對中國養父母的人道精神和慈愛之心深深地感激，此恩永世不忘＂。  

     

這也許是意識到當今廣大中國國民能夠接受的感情而講的。 

（沈陽＝古谷浩一） 

 

 

 ＜日本遺孤＞ 指戰爭結束時曾經生活在原滿洲（中國東北）的 155 萬日本人中，由於受到前

蘇聯軍隊的侵略等原因，在混亂之中與親人死別或被中國人收養而遺留在中國的日本兒童。厚生

勞動省將戰爭結束時未滿13歲的人定為“遺孤＂，當時13歲以上的女性定為“遺留婦女＂。1972

年日中邦交正常化後回到日本國內的遺孤約達 2500 人。 

    回到日本後的遺孤們由於語言等問題難以在經濟上自立，很多人從政府領取最低生活補助

費。2002 年起，以國家在及時安排遺孤回國和援助自立方面沒有盡到責任為由，日本各地開始出

現對國家要求賠償的訴訟。今年 7月，遺孤們與執政黨之間就實施新的自立支援政策達成一致，

目前正在為爭取立法得到國會通過而繼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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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 150 年系列·訪談 20 位有識之士 ：（10） 

安德魯·戈登（Andrew Gordon）哈佛大學教授 

 

 

      ■“現代女性＂的出現 社會史上的重要意義 

 

我以不太規則的方式列舉了 10 件大事，這是因為將

幾件事歸為一組更能深刻地把握歷史。各件大事中，雖然

也有單獨發生的情況，但它們相互之間存在著地域性、世

界性的因果聯系。不僅有戰爭和政治事件，我還注意到反

映社會結構變化的現象。  

     

首先，鴉片戰爭和黑船來航是非常重要，是促使東亞

在經濟和政治上進入由西歐列強主宰的世界體系的歷史

事件。在這裡也不能忽略日本早在 1875 年就參與策劃江

華島事件的事實。 

     

中國的太平天國之亂、日本的社會改革運動和朝鮮的

東學黨之亂，這三件事雖然規模不同，很難同等看待，但

是其中每一件都顯示了對世界秩序的摸索已滲透到各國

的地方，其影響已波及普通百姓。傳統的諫異手法與源於

西歐的新思想·信條相互交織，這一點也是共通的。 

     

對於日清與日俄這兩次戰爭，在這 10 年中由於日本

的帝國主義在東亞逐漸形成了新的地緣政治·經濟秩序，

所以應該把它們作為一個整體來綜合認識。朝鮮的三一運

動與中國的五四運動體現了反對日本霸權、爭取民族自決

的趨勢日漸明顯的新形勢，所以更應一同考慮。  

 

順便說一下，我在大學的討論課上提到這兩次運動

時，曾發生過這樣的插曲。韓裔美國學生問：“老師，五

四運動是什麼？＂我正感到驚訝，可又有一華裔的美國學生問我：“老師，三一運動是怎麼回

事？＂由此我深切感到，我所捕捉的歷史事件是多麼重要。 

哈佛大學教授，1952 年生，1995 年起任

現職。著書有《日本 200 年》等。新作

《不為日本人所知的松坂棒球聯賽革

命》。 

我選出的 10 件大事 

（1）鴉片戰爭（1840～42）、黑船來航

（1853～54）、江華島事件（1875） 

（2）太平天國之亂（1851～64）、社會

改革運動（1850 年代～1880 年代）、東

學黨之亂（1894） 

（3）日清戰爭與日俄戰爭（1894～1905） 

（4）朝鮮的三一運動與中國的五四運動

（1919） 

（5）“°現代女性＂±的出現（1925） 

（6）滿洲事變和滿洲國建設（1931～32） 

（7）亞洲太平洋戰爭（1937～1945） 

（8）美國對日占領（1945～52）、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立（1949）、朝鮮戰爭（1950

～53） 

（9）日韓邦交正常化（1965）、日中邦

交正常化（1972）、中韓邦交正常化

（1992） 

（10）日本、韓國、中國的經濟迅速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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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現代女性的出現，人們可能覺得不值一提。但是從社會史的角度看，并非如此。實際

上，在其出現之前有賢妻良母的思想，在其出現之後有女性解放運動。以上這種現象在各國都

有共通性，并且互相影響。現代女性在世界各地幾乎同時出現，她們作為新派的都市生活群體

積極購買商品，改變時尚潮流，并且開始在文化和政治上提出自己的主張，使男人們困惑不已。

這與當今圍繞單身寄生族出現的話題亦有相通之處。 

     

滿洲事變與滿洲國建設是極其重要的事件，它使日本與中國及俄羅斯之間產生了新的緊張

關系，為全面戰爭的爆發鋪平了道路，釀成了 20 世紀亞洲最大的悲劇。亞洲太平洋戰爭不僅是

人類的悲劇，同時也是帝國主義時代在亞洲“終結的開始＂，是最重要的大事之一。 

     

美國對日本的占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立和朝鮮戰爭都是發生在亞洲太平洋戰爭之後不

久的事件，它們之間互有關聯。上述事件使各國發生劇變，加速了潛移默化的變化進程，帶來

了冷戰的新的緊張關系與對立。盡管冷戰時期圍繞日中韓相互間的關系正常化過程在亞洲產生

了新的經濟·政治融合的微妙結構，但回首發展的進程即可看到，圍繞過去歷史的諸多問題基本

上沒有變化，至今懸而未決。 

 

日本 50 年代、韓國 60 年代和中國 80 年代出現的經濟發展應該是 20 世紀經濟史上最重要

的大事。最近，地域性、世界性的融合正在進一步得到深化。 

                                                               （采訪人：福田宏樹） 

 

 

 

●“歷史有生命力 東亞 150 年＂連載報道從東亞近現代史中選出 10 個主題，并從對當今

的影響以及“交流與連鎖＂的視角加以描述。同時嘗試性對日本、中國、韓國及台灣的歷史教

科書進行比較；對給我們留下集體“記憶＂的報道、電影、文藝作品等進行剖析。下期的主題

是“日中戰爭＂，計劃刊登在 11 月 26 日和 27 日的日報上。 

 

    ●迄今為止的報道可通過互聯網進入“asahi.com＂閱讀；同時配有英文、中文、韓文版。

點擊主頁“新聞專題＂（ニュース特集）後可見“歷史有生命力＂（“歴史は生きている”）專欄。 

    韓國的“dongA.com＂網頁上也登載了韓文和中文版。 

網址是：http：//www.donga.com/asahi_special/ 

 


